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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乐视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118 

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声明： 

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乐视网 股票代码 300104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赵凯 刘文娟 

办公地址 
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105 号院 3 号楼乐

视大厦 16 层 

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105 号院 3 号楼乐

视大厦 16 层 

电话 010-51665282 010-51665282 

电子信箱 ir@le.com ir@le.com 

2、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总收入（元） 5,578,705,425.39 10,063,138,447.61 -44.56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-636,765,560.51 284,383,918.86 -323.9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（元） 
-653,447,007.55 266,793,171.02 -344.9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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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-2,185,441,404.02 289,189,615.44 -855.71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32 0.15 -313.33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32 0.15 -313.33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-5.35% 6.74% -12.09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

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35,742,921,149.30 32,233,826,009.07 10.8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13,564,294,586.57 10,225,568,291.84 32.65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5,946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

的股份数量 
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贾跃亭 境内自然人 25.67% 512,133,322 512,133,322 冻结 512,133,322 

天津嘉睿汇鑫企

业管理有限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8.56% 170,711,107 170,711,107 - - 

刘弘 境内自然人 3.07% 61,230,376 45,922,782 质押 56,889,716 

贾跃民 境内自然人 2.20% 43,947,249 - 质押 43,280,000 

曹勇 境内自然人 1.62% 32,264,119 11,132,060 - - 

中央汇金资产管

理有限责任公司 
国有法人 1.40% 27,993,300 - - - 

章建平 境内自然人 1.25% 24,883,361 24,883,361 - - 

兴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－中邮战

略新兴产业混合

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1.23% 15,351,018 8,886,914 - - 

中国农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－中

邮信息产业灵活

配置混合型证券

投资基金 

其他 1.06% 14,904,262 4,221,284 - - 

乐视控股（北京）

有限公司 
其他 1.05% 11,941,156 11,941,156 冻结 7,000,000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

说明 

贾跃民、贾跃亭系兄弟关系，乐视控股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为贾跃亭控制的企业；除此以

外，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。 
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

（如有） 

股东廖俊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,591,288 股外，还通过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

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,868,900 股，合计持有 10,460,188 股。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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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

是 

互联网视频业 

（一）公司整体发展及业务概述 

2017年上半年，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57,870.54万元，同比减少44.56%；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-63,676.56万元，

本期亏损。公司业绩变动说明如下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由于公司所处行业特点，当期的版权摊销、CDN以及人力成本等营业成本并未下降，但由于受到乐视体

系关联方资金状况的影响，加之公司品牌受到一定冲击，随之客户粘性出现波动，公司的广告收入、终端收入以及会员收入

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。 

2、为了坚持精品内容的独播策略，公司在二季度基本未对外进行版权分销业务，导致版权分销收入同期也大幅下滑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计提规模较大，约为2.4亿元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），其中无

形资产版权减值准备1.56亿元、存货跌价准备201.9万元、应收账款坏账准备8030.7万元，贷款损失准备42.5万元。 

（二）公司内控方面 

2017年上半年，公司不断优化、调整、提升内控管理水平，建立和完善内部治理和组织结构，形成科学的决策、执行和

监督机制，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以及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，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。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，堵塞

漏洞、消除隐患，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错误、违规及舞弊行为，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、完整。 

公司有效运营资质健全，拥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、《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、《广

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》、《短消息类服务接入代码使用证书》、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、《网络文化经营

许可证》、《互联网出版许可证》、《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》等资质证书。公司还按照上市公司监管部门要求进一

步加强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，形成了有效且相互制衡的决策、执行和监督机制，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。 

公司需遵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——上市公司从事互联网视频业务》的披露要求： 

2017年上半年，公司视频网站的流量、覆盖人数等各项关键指标略有下滑，2017年1-6月公司网站的日均UV接近5700万，

峰值超过7800万；VV日均3.2亿，峰值4.6亿（数据来源为数据查询平台乐视纵横），云视频平台，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拥有750

个CDN节点、30Tbps储备带宽。 

其中，分终端运营数据如下： 

1. 日均独立访问者数量（UV） 

单位：人 

pc端 移动端 tv端 

15,445,411 36,963,510 4,304,000 

2.  日均视频播放量（VV） 

单位：次 

pc端 移动端 tv端 

51,483,715 148,886,485 116,353,267 

3. 广告主数量和平均广告收入 

2017年1-6月，公司广告主数量为315家，代理商239家，广告平均投放收入为129.05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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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

√适用 □ 不适用  

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

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《企业

会计准则第 16 号--政府补助》（财会

[2017]15 号 

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
本报告期增加其他收益 49,012,894.50

元，减少营业外收入 49,012,894.50 元；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√ 适用  □ 不适用  

由于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合并范围内业务结算抵消不完整，其中：终端业务收入与终端业务成本未抵消影响 3.31

亿元，付费业务收入与销售费用--会员分成未抵消影响 4.59 亿元，合计未抵消影响 7.90 亿元。公司需追溯调整 2017 年第一

季度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及销售费用，营业收入由 49.22 亿元调整为 41.32 亿元，营业成本由 35.81 亿调整为 32.50 亿，销

售费用由 8.30 亿调整为 3.71 亿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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